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入境處與警方前
日在新界北拘捕19名非
法入境者，其中3人為僱
用非法勞工的僱主。聯
合行動主要在屯門、打
鼓嶺、落馬洲等50多個
地方進行搜索，搜索地
點包括家庭電器回收中
心、建築地盤、汽車零
件回收中心等。警方共

拘捕15男1女、年齡介乎
20歲至48歲，當中5人持
有「行街紙」，另有3名
介乎34歲至64歲的僱主
被捕。

入境處發言人表示，
無論受薪與否，任何旅
遊人士不得從事僱傭工
作，否則即屬違法，違
例者一經定罪，最高可
被罰款5萬及入獄2年。
發言人續稱，非法入境
者及遞解令規限的人亦
不能從事僱傭工作、開
設或參與業務，否則亦
屬違法，最高可被罰款5
萬及入獄3年。發言人呼
籲，任何人士不應聘用
非法勞工或旅客，否則
最高刑罰為罰款35萬及
入獄3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1名失蹤
多日16歲少年，前晚被發現離奇浮屍柴灣
海面，頸上有不尋常傷痕，警方恐死因有
可疑，已指派東區警區重案組第一隊接手
深入調查，案件暫列「屍體發現」處理，

待今日法醫剖屍確定死因後，才正式將案
分類。失蹤後離奇浮屍柴灣海面少年姓曾
(16歲)，與家人同住筲箕灣興東 興豐樓，
日前離家後失蹤音訊全無，其家人在前日
凌晨報警求助，當時警方列作「失蹤人口」
處理。

撈起屍體身上有身份證
至前晚8時39分，有釣魚客在柴灣嘉業街

50號對開海傍夜釣期間，發現海面有人形
物體漂浮，懷疑是浮屍連忙報警。水警輪
到場證實是一具男屍，將屍體撈起載返西
灣河水警基地調查，發現屍體身上有身份
證，懷疑死者是報失的16歲少年，於是通
知少年家人到西灣河水警基地，初步認屍
後確定死者為失蹤少年。

死者父母昨晨到達西區公眾殮房，在重
案組探員陪同下辦理認屍手續，其間神情
哀傷，含淚離開時更迴避記者。至昨午3時
許，死者家人一行約10人，帶同法師到柴
灣嘉業街海傍拜祭，其中曾父悲慟高呼：

「乖仔，返來啦！」有親友透露，因家中有
2名年逾八旬長者，不想老人家獲悉噩耗傷
心，故不便接受訪問。稍後至下午5時許，
有近30名死者生前好友，大部分是青少
年，亦帶同香煙啤酒到嘉業街海傍拜祭，
當中有人表示不知死者為何會出事。

曾浩輝昨日會見傳媒時稱，剛過去的流感季節情況異
常，流感高峰期長達6個月，較過往6星期至8星期

長。他續稱，雖然高峰期已過，但下個高峰期將於明年1
月至2月捲土重來，呼籲市民在冬季流感高峰期來臨前接
種流感疫苗。他又稱，流感病毒不斷演化，今年疫苗亦已
針對病毒添加新成份，建議去年已接種的市民，今年應該

繼續接種疫苗。

下月24日起展開計劃
由9月24日起，6個月至未滿6歲的兒童和65歲或以上長

者，可到參與計劃的私家醫生診所注射資助疫苗；年滿6
個月至未滿6歲的兒童獲政府的資助額較往年提升，由每
劑疫苗資助80元提升至130元，與長者疫苗資助金額相同。
至於第2輪的防疫注射計劃將於今年11月展開，長期病患
及正接受綜援的孕婦等人士，可免費到公營診所及醫院接
種流感疫苗。

望幼童接種疫苗達4.8萬人
曾浩輝表示，去年全港注射流感疫苗人數共有16萬，只

佔總體人數2.2%，注射率偏低，其中已接種流感疫苗的長
者有12萬，院舍長者接種人數佔長者接種疫苗總人數的
80%，社區長者則佔30%；而幼童接種人數為4.3萬人，較
去年同期下跌10%。他鼓勵，更多家長帶同子女在冬季流
感高峰期來臨前接種流感疫苗，希望幼童接種疫苗人數能

多達4.8萬人。
曾浩輝表示，今年有超過1,500名私家醫生參與流感疫苗

資助計劃。他提醒，流感可引致嚴重疾病，注射流感疫苗
對防禦流感病毒是非常有效的。衛生防護中心已設立熱線
2125 2125，在辦公時間解答有關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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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童流感針「加料」增資助
料下個高峰明年初殺到 疫苗添新成份抗病毒演化

八旬婦遭泥頭車輾過命危

霍家爭產案 大狀團逼爆律師席

失蹤少年變浮屍 頸有可疑傷痕

掟電視落街 擲物狂被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錦燕）剛過去的流感季

節情況異常，流感高峰期長達6個月，雖然高峰期

已過，但料下個高峰期將於明年1月至2月捲土重

來。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表示，下月24日起

展開流感疫苗資助計劃，今年疫苗已針對新演化

的流感病毒添加新成份，能有效抵禦流感，為鼓

勵幼童接種疫苗，已提高對幼童的資助額至130

元，與長者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環觀龍樓近日出現擲物狂徒，
繼前晚深夜不斷有人將家中雜物如枕頭、被鋪等掟落街後，昨晨
更猖狂至連電視機也掟下，猶幸跌落已被圍封的平台未有傷人。
警員到場調查期間，陸續有菜刀及打字機被掟落樓，居於大廈15
樓的擲物漢拒絕開門，與警對峙3小時，消防架起救生氣墊戒備，
最終由警方「鐵甲威龍」破門入屋將其拘捕。

涉高空擲物被捕男子姓黃(47歲)，由於懷疑精神病發，事後被送
院檢驗。

12年前母逝世 患精神病獨居
現場消息稱，黃住在觀龍樓B座15樓一單位，據悉他患有精神

病，本與母相依為命，但12年前其母逝世後便獨居上址，他過往
並無暴力傾向。據悉前晚深夜，觀龍樓B座3樓平台不時傳出物件
墜街聲響，住客發覺有被鋪、枕頭、杯麵及垃圾被擲下，幸未有

擊中人。警員接報到場後，因入黑未能查出墜物來源。

救生墊戒備 「鐵甲威龍」破門
至昨晨9時許，上址平台再傳出巨響，住客發現一部電視機被人

擲下，伴隨還有多袋垃圾，28歲姓陳保安員聞訊報警。警方再派
員到場調查，稍後至上午10時37分，再有打字機、菜刀及垃圾被
掟下，警員終鎖定來自15樓一單位，惟上樓調查時，應門男子拒
絕開門。因恐防有人跳樓，消防員在大廈平台架起救生氣墊戒
備，談判專家亦到場游說。下午1時半，警方派出穿上護甲俗稱

「鐵甲威龍」警員候命，在消防協助下破門入屋，但當時涉案男子
安坐室內沒有反抗，被警員拘捕送院檢驗。

事發後，有該區區議員到場了解後表示，涉擲物男子雖有精神
病紀錄，但過去並無暴力傾向，平日較為自閉及孤僻，未知是否
受刺激失常擲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已故全國
政協副主席霍英東家族爭產案，長房三子
震宇指胞兄震寰有利益衝突，要求罷免其
遺產執行人身份，聆訊原定昨日展開，但
由於17名與訟人的律師需要時間商討，故
法官將案件押後至今日再審，庭外並無律
師願意證實是否商討和解。

押後今開庭 原定預審3天
雖然霍震宇只是申請簡易判決，即認為

毋須傳召及盤問證人，法庭便可直接判震
寰敗訴，聆訊預計要3天，但案中17名與訟
人大部分均嚴陣以待，派出龐大的大狀團
上陣，令律師席的座位異常擠逼，霍震宇
更同一時間委聘3名資深大律師，包括前律
政司唐明治、林雲浩及馮庭碩，霍震寰則
有2名資深大律師黃福鑫及馮柏棟，另一名
遺產執行人霍英東的胞妹霍慕勤，由大律
師王祖威代表，長房長子霍震霆由大律師
杜淦坤代表，長房次女霍麗娜由資深大律
師陳靜芬代表，另外10名遺產受益人由大
律師王則左代表，長房妻子呂燕妮及長房
長女霍麗萍則只派事務律師到庭。

官認為各方律師有空間討論
代表震宇的資深大律師唐明治昨晨向法

官表示，各方律師需要時間商討，要求將
案件押後至下午，及至下午開庭時，他再
表示需要更多時間，看看各方律師能否達
成協議，又指如果他要進行開審陳詞，必
定會盡量精簡，預留時間給答辯人一方回
應。法官潘兆初認為各方律師既然有空間
再討論，便促請他們盡力，因為預留的聆
訊時間只餘下2天。

震寰被指侵吞父64億遺產
身家估計近300億的霍英東，2006年病逝

後，家族去年底爆發爭產官司，出任遺產
執行人的長房次子震寰，被指侵吞父親64
億遺產，以不獲分產作要脅，要求霍家三
房人簽署家庭協議，承認他個人擁有家族
公司霍興業堂置業有限公司350股、3家總
值7億元的離岸公司全部股份，以及3個與
父親聯名持有的銀行戶口，內有7億3千萬
存款，保守估計合共涉及64億。

另一名遺產執行人震宇，指胞兄參與遺
產管理的同時又爭奪部分遺產，本身已經
存在利益衝突，法庭毋須先審理遺產誰屬
的問題，加上父親去世至今5年來遺產管理
陷於停頓，因此他希望罷免震寰的申請可
以速戰速決。而被列為答辯人的霍家上下
16名遺產受益人，均反對罷免的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馬鞍山
井頭村前年「隱形富翁」被劫殺案昨於高
等法院審結，7名女性陪審團一致裁定被
告謀殺罪名成立，法官邵德煒依例判處終
身監禁，並痛斥被告行為卑劣。而被告早
前已承認的2項欺詐罪分別被判囚2年4個
月及16個月。

任裝修師傅的被告吳雅倫（53歲），被
控於2010年11月9日在西沙路井頭村謀殺
鄧路來（74歲）。死者為井頭村原居民，
早年移居英國在餐廳工作，1992年退休後
返港定居，坐擁2幢3層高村屋，另有存款
逾100萬元，前年11月10日被堂弟鄧來興

發現渾身是血倒斃寓所廚房。

製不在場證據 冒死者提款
被告在案發前特意經正常程序出境，意

圖製造不在場證據。然而警方從一名艇家
口中得知被告曾僱用其接載被告往返內地
及香港。而被告的八達通乘車紀錄及大廈
的閉路電視亦顯示被告在案發前1日及當
日，曾乘車到井頭村。被告謀殺鄧後偷走
其身份證、銀行存摺及提款卡，翌日冒充
死者到銀行提款，之後乘艇離港，於去年
2月被告由內地公安移交本港警方後被
捕。

劫殺「隱形富翁」裝修工囚終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一名56
歲姓池內地女子，昨午5時許在赤 角香
港國際機場離境大堂，懷疑在航空公司櫃
位辦理登機手續時遇上「機場老鼠」，其

發覺手提袋失去，遍尋不獲報警。女事主
報稱袋內有4萬美元及10萬歐元(折合約130
萬港元)；另有一部平板電腦及兩部手提電
話共值1萬多元。

內地婦遇「機場老鼠」失130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郭若溪，

實習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一個從香港走
私燕窩入境的團夥，其中2名成員本月30日
在深圳中級法院出庭受審。據了解，該團
夥從2007年3月至2008年2月期間，通過

「水客」從香港走私燕窩入境再分銷至各
地，共計偷逃稅額達到2.2億多元。此前，
該團夥多名成員已被判決。

僱水客帶貨「螞蟻搬家」
據檢方介紹，該跨境走私團夥「莫氏集

團」核心成員有3人，分別為頭目莫×萃，
其母綽號「莫太」，伯父莫×景，在2007
年，3人密謀決定以每斤燕窩（燕窩加工品）
150港元左右的「包稅」價格，將境內貨主
在香港購買的燕窩，採取「螞蟻搬家」的
方式有組織地偷帶入境，並僱用多名「水
客」帶貨。今次2名被告分別姓潘及姓鍾，
經深圳海關核定，潘參與走私期間偷逃應
繳稅額1.32億餘元；鍾的偷逃應繳稅額1.73
億餘元，2人當庭認罪，但強調只扮演打包
郵寄角色。案件仍在審理中。

走私燕窩逃稅2.2億 2被告深法院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實習記

者 李薇 深圳報道）羅湖區人民檢察院日
前以涉嫌詐騙罪，逮捕4名以假「金麒麟」
藥材騙取香港長者錢財的團夥。據了解，
該團夥經常以「拼車」為借口，從羅湖口

岸把香港過來的老年人騙至羅湖區金塘街
附近一帶，再由團夥中的其中一人扮演老
中醫，讓事主購買他們的「金麒麟」假藥
材。該團夥組織嚴密，分工明確，在騙取
事主金錢後就迅速逃跑及分贓。

4匪假「金麒麟」藥材騙港長者

港 聞 拼 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西
環昨上午近11時發生嚴重交通意外，
一輛泥頭車沿石山街駛至堅尼地城街
市對面一個地盤時，因地盤內有車輛
要離開而被工人截停。當地盤車輛離
開後泥頭車再次開行時，疑撞到一名
82歲姓鄭過路老婦，鄭手腳被泥頭車
右尾輪輾過當場重創。泥頭車撞倒人

後司機仍懵然不知，直至有途人高叫
「撞倒人呀！」始將其喝停。

鄭婦送院急救後命危，警方調查後
以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身體嚴重受
傷，將62歲姓彭泥頭車司機拘捕。彭
亦為事件感難過，表示駕車廿年未曾
發生過嚴重事故，現在只希望傷者平
安無事。

新北反黑工拘19人

裝修吵醒躁漢 燒報紙擲鄰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深

水 昨晨10時許發生因噪音而起的縱
火案，一名躁漢疑不滿對面單位裝修
發出噪音被吵醒，與工人爭執後，竟
將燒 的報紙擲入對方單位內洩憤，
險燃 易燃物品釀成巨災，幸工人及
時將火撲熄，警方到場將涉案男子拘
捕。

被捕男子姓洪、30歲。起火現場為

汝州街253號樓上一單位，正進行裝
修工程改建 房準備出租。

根據《噪音管制條例》，除公眾假
期外，住宅裝修工程在日間，即上午
7時至下午7時發出的噪音不在管制之
列。在下午7時至翌晨7時或公眾假期
任何時間，承建商除非獲發「建築噪
音許可證」，否則不得使用機動設備
進行裝修工程。

■家長應帶同子女在冬季流感高峰期來臨前接種流感疫

苗。 資料圖片

■觀龍樓擲物狂將家中電視機、打字機及被鋪等也掟落街。 ■涉嫌擲物男子被制服送院檢驗。

■仵工將

失蹤少年

浮屍舁送

殮房，等

候剖驗確

定死因。

■20名青少年在死者親屬路祭離開後帶備

煙酒到場再祭。

■警方前日於新界北拘

捕了19名非法入境者。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鼓勵更多家長帶同

子女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錦燕 攝


